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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章说明 
 

本年度招生简章共有 3 种： 
 

壹、未参加过本培训班者：请依据欲参加的国内先修班或国外课程专

题选择参阅第 1 份、第 3 份简章。 

 

贰、已参加过本培训班者：请依据欲参加的国外课程专题选择参阅第

1~3 份之简章。 

 

参、如欲选择机票及国外学费自费参与者：请参阅第 3 份简章。 

 

第 1 份简章：国内先修班暨国外专题-美国(BC)、日本(D)、中国大陆(E)

（计划补助机票及国外学费）研习招生简章 

      详见第[1-1]至[1-20]页 
 

第 2 份简章：国外专题-德国(A)研习招生简章（限 MMOT89-105 级历

届学员报名，计划补助机票及国外学费） 

      详见第[2-1]至[2-11]页 
 

第 3 份简章：国外专题-德国(A)、美国(BC)、日本(D)、中国大陆(E)自

费研习招生简章（机票与国外学费自费） 

      详见第[3-1]至[3-10]页 
 

注：报名者可依欲参加的课程及意愿，报名计划补助名额或是自费参加，惟每份简章报名者
均为独立审查。如欲参加德国课程可视意愿报名第 2 份简章或第 3 份简章。 
 

简章填写对照表: 

资格 欲参与课程 参阅简章 

未参加过本

培训班者 

仅参加国内先修班 第 1 份简章 

仅参加国外专题美国(BC)、日本(D)、中国大陆

(E)（请务必填写曾受训练摘要） 

第 1 份简章 

参加国内先修班及国外专题 

美国(BC)、日本(D)、中国大陆(E) 

第 1 份简章 

机票与国外学费自费：德国(A)、美国(BC)、日

本(D)、中国大陆(E) 

第 3 份简章 

参加过本培

训班者 

美国(BC)、日本(D)、中国大陆(E) 第 1 份简章 

德国(A) 第 2 份简章 

机票与国外学费自费：德国(A)、美国(BC)、日

本(D)、中国大陆(E) 

第 3 份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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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份 

国内先修班（学费自费） 

暨 

国外专题-美国(BC)、日本

(D)、中国大陆(E) 
（本计划补助机票及国外学费） 

研习招生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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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智慧财产保护与国际发展、智财诉讼与策略、研发成果

商业化与投资评估」科技管理研习班简介  
 

台湾的经济发展，由于内需市场较小，须放眼国际市场，切入全球产业链之

零组件供应、设计、制造或服务端，亦即必须面对全球的竞争，赢取市场，方能

维持持续的成长，在这种环境下，造就了台湾大量的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

凭着刻苦的精神，灵活的经营，创新的研发，逐渐发展与茁壮，及至分食或威胁

国际大厂的市场时，国际大厂往往祭出专利侵权或反托拉斯等之控诉，以吓阻我

国厂商之发展；同样的，我国厂商在国际市场上，也面临被仿冒与侵权之行为，

造成利益受损。所以，我们步入知识经济时代之际，无论是科技产业或是传统产

业，智慧财产乃决定公司之存亡与成败。 

现今，台湾的经济发展，已迈入创新驱动的全新阶段。在此阶段，有效创造

与活用智慧财产将会协助台湾产业进一步创造价值，更是台湾厂商面临全球市场

竞争，建立国际品牌时的必要保障。因此，101 年行政院核定了我国「智财战略

纲领」，其中行动计划六明订「培育量足质精的智财实务人才」战略重点。据以

拟订「跨领域科技管理与智财运用国际人才培训计划」，提升及优化产业界拥有

研发创新管理、智慧财产经营及投资评估等跨领域专业的国际视野科技管理人

才，以协助产业界整体提升发展策略，有效地促进研发成果商业化，因应国际市

场竞争相关议题之综合能力，并提升国内产业界藉有效智慧财产保护之创新创意

商业化成果进入国际市场的能力，期建立台湾成为研发、创意、设计、服务及高

附加价值产品等知识经济为主流之国际创新研发基地，早日跻身已开发国家之

列。 

本年度为第 4 期计划（共 4 期），延续前一年度「跨领域科技管理与智财运用

国际人才培训计划」之国际智慧财产保护与经营及其国际发展、智财诉讼与策略、

研发成果商业化与投资评估等三个学程，聚焦于国际智财权之实战体验，为我国

厂商培育智财布局、保护与经营之实务人才，以与政府「智财战略纲领」密切契

合。 

产业界面对以上国际化等问题，盘安智慧财产教育基金会（以下简称本会）

受技术处委办本计划，以专题研习方式，选派学员赴国外训练，以培育及提升业

界面对上述问题之国际处理能力。为补充国外培训之专业知识，本会与政治大学

科技管理与智慧财产研究所、政治大学公共行政及企业管理教育中心合作，成立

「跨领域科技管理研习班（硕士学分班）」（以下简称本班），提供基础训练课程。 

一、目的 

本班将遴选国内产业界与研究机构，具科技背景之研究发展或管理人才，赴

国外接受智慧财产保护与国际发展、智财诉讼与策略、研发成果商业化与投资评

估等课题之专业课程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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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训练方式 

(一)国内培训先修班： 

 

1.课程训练范围：包括智慧财产保护与国际发展、智财诉讼与策略、研发成果商

业化与投资评估等课程。 

 

2.受训时间：国内训练约 2 个月，合计约 90 小时以上之课程。 

 

3.学    费：受训学员/派训厂商自行负担，学费新台币贰万贰仟元整。 

 

4.受训期间及完成后之权利义务： 

上课时数达 90％之学员，始授予结业证书。 

如学员学习绩效不佳，经委办及执行单位同意，得以退训，惟退训学员不得

要求执行单位退还学费。 

5.招收人数：本年度预定开办台北及高雄各一班，总录取名额至少 75 人。 

6.师资阵容与修习课程：包括智慧财产保护与国际发展、智财诉讼与策略、研发

成果商业化与投资评估等课程，授课师资请参见暂订的「国内培训先修班」课

程规划。（详见第[1-10]至[1-13]页） 

7.先修班上课时间及地点： 

受训时间：暂订 106 年 3 月 10 日始业式至 106 年 5 月 20 日 

上课时间及地点（请于报名表中勾选台北班或高雄班）： 

※受训学员限亲自到班上课，不提供录像、录音、补课、代课机制。 

※课程中亦不可录像、录音。 

 台北班 

 时间：周五晚上 [19:00~22:00]，及周六全天[9:00~12:00，13:30~16:30]，

每星期暂订以 9 小时课程为原则，必要时需配合讲师时间于星期六晚

上或星期日补课。 

 地点：台北硅谷国际会议中心（新北市新店区北新路 3 段 223 号，交

通指引 http://www.kticc.com.tw/traffic.html） 

 高雄班 

 时间：周五晚上[18:30~21:30]，及周六全天[9:00~12:00，13:30~16:30]，

每星期暂订以 9 小时课程为原则，必要时需配合讲师时间于星期六晚

上或星期日补课。 

http://www.kticc.com.tw/traffi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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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点：义守大学教育推广中心（高雄市前金区五福三路 21 号，交通指

引 http://www2.isu.edu.tw/interface/showpage.php?dept_mno=22&dept_id=0&page_id=21681） 

 

 台北班与高雄班共同活动： 

(一) 始业式：暂订于 106 年 3 月 10 日（星期五）上午 08:30 开始报到、09:00

正式开始并暂订上课至 18:30 结束，地点于台北硅谷国际会议中心（新

北市新店区北新路 3 段 223 号，交通指引

http://www.kticc.com.tw/traffic.html）。始业式当日晚上不上课，隔日 106

年 3 月 11 日（星期六）上午 9:00 台北班在台北硅谷国际会议中心上课，

高雄班在义守大学教育推广中心上课。 

(二) 户外教学（费用已包含于学费内）：暂订 106 年 4 月 7-8 日（星期五、

六）于新北市乌来台电训练所安排二天一夜活动。4 月 7 日暂订下午 4:00

以后游览车从台北火车站出发，经捷运新店站至乌来，4 月 7 日晚上住

宿乌来，4 月 8 日晚上 7:00 以前活动结束，游览车接送至捷运新店站及

台北火车站。 

(三) 海外培训成果发表会：暂订于 106 年 11 月或 12 月于台北举行。 

 

8.报到：暂订 106 年 3 月 1 日公告录取名单，正取者于 106 年 3 月 6 日前以汇款

（录取后告知银行帐户数据）或邮寄支票等方式缴交先修班学费新台币贰万贰

仟元整。完成缴费视同报到，逾期视同放弃资格，将通知备取者递补。完成缴

费学员若欲取消报到，请于 106 年 3 月 8 日前以 E-mail 及电话通知承办人员，

将退还 80%学费（新台币壹万柒仟陆佰元整），逾期不退费。 

 

9.结业：上课时数达 90%以上，且通过必要考试及完成心得报告（5,000 字）者，

由政治大学科技管理与智慧财产研究所颁发结业证书，并由政治大学公共行政

及企业管理教育中心授予 5 个学分之硕士学分证明。 

 

(二)国外培训： 

1.课程规划：分为美国(BC)、日本(D)与中国大陆(E)等共 4 个进阶专题，内容涵

盖智慧财产保护与国际发展、智财诉讼与策略、研发成果商业化与投资评估等

领域，各专题主题如下，课程内容暂订如第[1-14]页。 

 

「美国：智慧财产保护与国际发展、智财诉讼与策略专题」（代号 B）、 

「美国：研发成果商业化、投资评估与创业专题」（代号 C）、 

http://www2.isu.edu.tw/interface/showpage.php?dept_mno=22&dept_id=0&page_id=21681
http://www.kticc.com.tw/traffi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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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智慧财产保护与国际发展、智财诉讼与策略、研发成果商业化及投资

评估专题」（代号 D）、 

「中国大陆：智慧财产保护与国际发展、智财诉讼与策略、研发成果商业化及

投资评估专题」（代号 E） 

 

专题可复选组合如下，请于报名表第一栏中，勾选欲参加之专题并说明志愿

排序： 

(1)BCDE；(2)BCD；(3)BCE；(4)BC；(5)DE；(6)D；(7)E 

 

2.受训时间：每专题安排 1-2 周，出国前先于台北举行「行前集训会议」，集中讲

习及分组（本年度集训会议暂订于 106 年 5 月 12-13 日在台北举行，活动为期

一天半，费用已包含于计划内，暂订 5/12(五)下午 6:00 以后开始报到，晚上住

宿台北市，预计 5/13(六)19:00 前结束，受训学员需全程出席，请务必先将时间

保留）。 

 

3.经费来源： 

(1)本计划补助：本计划补助国外学费（包含：学杂费、集体参访活动费、讲

义费）及赴国外来回机票费。 

(2)派训厂商/学员出资：由派训厂商或学员自行协调负担学员于国外受训期

间之薪资及生活费。 

（学员需入住执行单位统筹安排团体住宿之学校或旅馆，并配合团进团出；

生活费含学员个人之食、衣、住、行等，由派训厂商/学员负担，预估美国

课程平均每日约 90 美元，日本课程平均每日约 100 美元，中国大陆课程每

日平均约 70 美元，但实际费用仍需依各段国外培训课程发生地之国情及个

人消费习惯而定。） 

 

4.受训期间及完成后之权利义务： 

录取后、受训前，需与执行单位签订「人才培训契约书」（如附件二） 

3~6 人为一组，于受训期满返国后 2 个月内，每人完成 10,000 字以上之

专题论文，并配合于成果发表会（暂订于 106 年 11 月或 12 月举行）报

告发表。 

国外上课时数达 95％之学员将授予结业证书。 

学员学习绩效不佳，经委办及执行单位同意，得以退训，退训学员视同

违约。 

 

5.招收人数：共计将录取 80 人次（含第 2 份招生简章/第 3 份招生简章之人次）。

每专题录取人次将依报名人次做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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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名资格 

对象：以五加二产业（亚洲硅谷、生技医疗、绿能科技、智慧机械及国防

航天等五大创新产业，再加上新农业、循环经济）、科技产业、传

统产业、创意产业、技术服务业等相关领域，从事（或即将投入）

科技管理、研发、创新创意相关管理职务者为原则。 

 －公民营企业：于中华民国境内依公司法设立，且财务健全，有研究发展

组织或功能之制造业与服务业。 

 －财团法人研究机构：设立目的为从事上述领域科技管理、研发、创新创

意相关管理职务者为原则。 

 －学界科专计划执行人员。 

 

资格： 

－任职于上述机构之人员，户籍设于国内之中华民国公民皆可报名。 

－国内培训先修班学员学历以学士以上（或同等学历）为原则。 

－报名国外专题课程者，须经本计划执行单位认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

始得参加： 

   a.曾受过本计划相关培训班结业之学员。 

   b.曾参与相关培训计划合格者。 

   c.曾接受过其它相关进修班修毕基础课程，且具可兹证明者，如：

EMBA、硕士学分班或同等学历。 

   d.具备硕士学位以上，正式从事与研习专题相关之高阶经理人。 

 

未符合上述条件者，得由本计划执行单位认定须先参加国内培训先修班课程

后，始得参加国外培训进阶专题课程。 

 

审核其它要件： 

－英语语文能力：如 TOEFL 成绩证明（旧制托福(PBT)550 分以上、新制

托福(IBT)80 分以上或计算机托福(CBT)213 分以上）、TOEIC 成绩或其

他同等语文能力证明者，或曾在国外进修取得学位者请附修业证明。 

 

若无前述之数据，请用文字说明英文能力与程度，若有相关资料左证请

一并附上。仅参加「国内先修课程」及「国外培训进阶专题中国大陆课

程（E）」者免附英语能力证明，上课语言以中文为主（部份讲师之教材

为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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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名及收件截止日 

106 年 2 月 20 日前（以邮戳为凭），请至在线报名网址填写数据后打印

为书面的报名表（在线报名网址：

http://www.mmot.org.tw:8080/mmot/enroll；开放上传时间：106 年 1 月

12 日至 106 年 2 月 20 日晚上 12:00 止），并将此份书面报名表及相关附

件数据邮寄至指定地点。 

 

五、报名书面数据寄送方式 

书面数据请以挂号方式，邮寄至「23143 新北市新店区北新路 3 段 221

号 3 楼盘安智慧财产教育基金会，朱小姐收」。 

报名书面数据须检附以下数据： 
 

1. 报名表 1 份（其内第[1-15]至[1-16]页的附件一，请至在线报名网址

填写数据后打印邮寄至本会）及报名表所需之下述文件： 

(1)英语语文能力证明：如 TOEFL 成绩证明（旧制托福(PBT)550 分以

上、新制托福(IBT)80 分以上或计算机托福(CBT)213 分以上）、

TOEIC 成绩或其他同等语文能力证明者，或曾在国外进修取得学位

者请附修业证明。若无前述之资料，请说明英文能力与程度，若有

相关资料左证请一并附上。 

仅参加「国内先修课程」及「国外培训进阶专题中国大陆课程（代

号 E）」者免附，上课语言以中文为主（部份讲师之教材为英文）。 

(2)曾参与相关培训计划者，或曾受过其它相关进修班修毕基础课程

且可兹证明者（如：EMBA、硕士学分班或同等学历者），请附上

受训或修业证明复印件。 

2. 请于在线报名网址填写完报名资料后，详阅报名表最下方的「搜集

个人资料告知事项暨当事人同意书」（第[1-17]页）后亲笔签名、写上

填写日期。 

3. 最高学历毕业证书复印件 1 份。 

4. 二吋相片 1 张（请于背后书写姓名） 

未备齐上述 1-4 之文件者不予进行甄选。 

 

5. 个人现职工作名片 1 张（请以回形针夹在报名表第 1 页） 

6. 其他相关数据（如：著作、得奖记录、通过鼓励企业在台设立研发

中心计划证明、产业科技奖证明、推荐信等） 

上述 5-6 之文件为参考文件，若未缴交不影响甄选资格。 

http://www.mmot.org.tw:8080/mmot/enr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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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评选原则 

1.形式要件：报名缴交文件需齐全。 

2.学经历（学位、职位、服务单位等）、自传及报考动机，其内容须与

科技研发、管理或服务相关。 

3.国内培训先修班台北班、高雄班之录取人数分配，国外培训的专题分

配，将考虑成团规模经济。 

4.派训厂商若参与「鼓励企业在台设立研发中心计划」，或为产业科技

奖得主等优先录取。 

 

七、录取名单公告日期： 

暂订 106 年 3 月 1 日。除网站公告外，并以电话及 e-mail 方式通知。 
 

八、联络： 

1.国内先修班台北班相关问题： 

E-Mail：cutecat@nccu.edu.tw 

电话：(02)2939-3091，邱小姐分机 89095 

传真：(02)2936-3765 

 

2.国内先修班高雄班相关问题： 

E-Mail：susan463954@gmail.com 

电话：苏小姐 0988718394 或 07-5252000 转 4523  

传真：(07)5254919 

 

3.国外培训相关问题： 

E-Mail：mmot@mmot.org.tw 

电话：(02)8911-2003，简小姐分机 206、刘小姐 203 

传真：(02)8911-2005 

 

4.本培训班网址：http://www.mmot.org.tw/ 

 

5.欢迎下载 89-105 年成果发表会论文： 

http://www.mmot.org.tw:8080/mmot/all_achievements 

 

mailto:cutecat@nccu.edu.tw
mailto:susan463954@gmail.com
mailto:mmot@mmot.org.tw
http://www.mmot.org.tw/
http://www.mmot.org.tw:8080/mmot/all_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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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培训先修班」课程规划(暂订) 

 
 

第一单元：智慧财产保护与国际发展（2 学分） 
 

本单元介绍知识产权在法律保护下的各种态样，包括专利、著作权、商标、

营业秘密、公平交易法等，以及因应新技术新时代所衍生有关生物科技、网络著

作权、文化创意产业等智慧财产问题，同时并包含美国、欧洲、中国大陆等重要

区域的国际发展趋势。 

 
课程名称(暂订) 师资(暂订) 

从全球经济变局探讨如何定位台湾

的策略价值 

—从积极参与新兴市场发展的角色

出发 

北高：徐小波（宇智顾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暨执行长、宇邦智

权事务所所长） 

专利法 

 

北高：王伟霖（铭传大学法律学院财金法律学系副教授） 

专利范围界定与解读 

 

北高：林国塘（智慧财产局专利组组长） 

专利布局与实例 

 

北高：张展志（工业技术研究院技术移转中心专利信息与服务部

经理） 

智慧财产布局 

 

北高：曾志伟（世博科技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总监） 

美国专利改革之内涵与因应 

 

北高：张振伦（前美国国际知名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著作权法与文创实务 

 

北高：卢文祥（中华两岸著名商标企业交流协会理事长、东吴大

学法律研究所兼任教授） 

商标法与商标品牌授权实务 

 

北高：卢文祥（中华两岸著名商标企业交流协会理事长、东吴大

学法律研究所兼任教授） 

营业秘密 

 

北高：宿文堂（联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务长） 

 

公平交易法 

 

北高：黄铭杰（台湾大学科际整合法律学研究所教授） 

中国大陆智慧财产保护与因应策略 

 

北高：阙光威（安永圆方法律事务所合伙律师） 

网络科技利用型态之著作权法相关

问题 

北高：张绍斌（合盛法律事务所合伙律师、前台北地方法院检察

署主任检察官） 

生物技术智慧财产保护 北高：杨代华（理律法律事务所合伙人、前台北地方法院法官） 

欧洲智慧财产法制与台湾之比较、

欧洲地理标示 

北高：许晓芬（东海大学法律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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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智财诉讼与策略（1 学分） 

 

本单元拟聘请具备智财诉讼实务经验的专家，分享面对国内及国际智慧财产

争议或诉讼时需衡量的各种关键因素，并搭配实际个案分析，从台湾企业角度思

考如何从不同的争端解决方式中做出最有利的选择，制订进攻或防守的策略。 

 

课程名称(暂订) 师资(暂订) 

知识产权保护与经营 

－国际发展新趋势与企业因应战略 

北高：刘江彬（政治大学名誉教授、盘安智慧财产教育基金会董

事长） 

智财诉讼成功关键 

－策略、专利品质 

北高：艾立诚（温斯顿本国及外国法事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国

际技术授权主管总会中华分会理事长）（英文授课为主） 

台湾企业美国 ITC 诉讼之因应 北高：林鸿达（温斯顿本国及外国法事务律师事务所台北办公室

合伙人/国际技术授权主管总会中华分会秘书长） 

智财诉讼与争议解决 北高：孙小萍（常在国际法律事务所合伙人、前台北地方法院检

察官） 

损害赔偿及合理权利金计算 北高：宿文堂（联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务长） 

智慧财产案例实务 北高：林欣蓉（司法院智慧财产法院法官） 

 

第三单元：研发成果商业化与投资评估（2 学分） 

 

本单元主要讲授如何让研发成果商品化并进一步转化成商业化，包括从一开

始研发的科技管理、创新管理，到技术转移、技术授权、新创公司等各种智财管

理，以及各种运用加值模式；同时也将讨论研发成果商业化过程中，面对资本市

场必需之投资评估、融资、评价等问题。 

 

课程名称(暂订) 师资(暂订) 

创新时代下之管理与领导 

 

北高：许士军（逢甲大学人言讲座教授、台湾董事学会理事长） 

创新与创意事业经营 

 

北高：李仁芳（政治大学科技管理与智慧财产研究所教授、前文

建会副主委） 

科技研发管理 

 

北高：吴丰祥（政治大学科技管理与智慧财产研究所教授） 

知识产业化、产业知识化与技术商

品化 

北高：温肇东（东方广告董事长、创河塾 New Wen College 塾长、

政治大学科技管理与智慧财产研究所兼任教授） 

智能财产加值运用模式 

 

北：王鹏瑜（财团法人工业技术研究院技术移转中心主任） 

高：樊治齐（财团法人工业技术研究院技术移转中心副主任) 

国际技术移转与技术授权案例实务 

 

北高：王伟霖（铭传大学法律学院财金法律学系副教授） 

 

创新、创业与智慧财产暨投资并购 

 

北高：张淑贞（世博科技顾问股份有限公司营运长/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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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财产 Due Diligence 与商品化、

产业化实例 

北高：陈桂恒（盘安智慧财产教育基金会资深顾问、政治大学科

技管理与智慧财产研究所兼任教授） 

营运计划书的撰写与评估 北高：苏拾忠（中华民国创业投资商业同业公会秘书长） 

创业融资 

 

北高：林富元（美国硅谷 Multi-Dimensional Venture Partners 多

元创投集团创办人） 

新创公司成败关键与案例 北高：黄翠慧（通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暨总经理、中华

民国创业投资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邀请中） 

无形资产评价之实务研讨 

 

北高：陈淑珍（华渊鉴价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理） 

 

生物科技技术鉴价 

 

北高：陈桂恒（盘安智慧财产教育基金会资深顾问、政治大学智

慧财产研究所兼任教授） 

注：台北班及高雄班，简称北高。  
 

 

「国内培训先修班」课程时程规划表 (暂订) 
日期 时间 课程内容 地点 

3/10(五) 08:30报到~18:30 台北班与高雄班大会

师之始业式上课 
台北硅谷国际会议中心（新

北市新店区北新路三段 223

号） 

3/11(六) 上午 09:00~12:00 台北班上课 

高雄班上课 

台北班上课地点：台北硅谷国

际会议中心（新北市新店区北

新路 3段 223号） 
 

高雄班上课地点：义守大学教

育推广中心（高雄市前金区五

福三路 21 号） 

下午 01:30~04:30 

3/17(五) 
台北：晚上 07:00~10:00 

高雄：晚上 06:30~09:30 

3/18(六) 上午 09:00~12:00 

下午 01:30~04:30 

3/24(五) 
台北：晚上 07:00~10:00 

高雄：晚上 06:30~09:30 

3/25(六) 上午 09:00~12:00 

下午 01:30~04:30 

3/31(五) 
台北：晚上 07:00~10:00 

高雄：晚上 06:30~09:30 

4/01(六) 上午 09:00~12:00 

下午 01:30~04:30 

4/07(五)~ 

4/08(六) 

台北班与高雄班大会师之户外教学活动（费用已包含于学费内）：二天一夜，暂订

4/7(五)下午 4:00以后游览车从台北火车站出发，经新店捷运站至乌来，晚上住宿

乌来，预计 4/8(六)19:00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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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时间 课程内容 地点 

4/14(五) 
台北：晚上 07:00~10:00 

高雄：晚上 06:30~09:30 

台北班上课 

高雄班上课 

台北班上课地点：台北硅谷国

际会议中心 

（新北市新店区北新路 3段

223 号） 

 

高雄班上课地点：义守大学教

育推广中心（高雄市前金区五

福三路 21 号） 

4/15(六) 上午 09:00~12:00 

下午 01:30~04:30 

4/21(五) 
台北：晚上 07:00~10:00 

高雄：晚上 06:30~09:30 

4/22(六) 上午 09:00~12:00 

下午 01:30~04:30 

4/28(五) 
台北：晚上 07:00~10:00 

高雄：晚上 06:30~09:30 

4/29(六) 上午 09:00~12:00 

下午 01:30~04:30 

5/05(五) 
台北：晚上 07:00~10:00 

高雄：晚上 06:30~09:30 

5/06(六) 上午 09:00~12:00 

下午 01:30~04:30 

5/12(五)~ 

5/13(六) 

停课一周。 

入选国外专题研习课程之学员需出席于台北举行之国外课程行前集训会议（费用已

包含于计划内），活动为期一天半，暂订 5/12(五)下午 6:00以后开始报到，晚上

住宿台北市区，预计 5/13(六)19:00前结束。 

5/19(五) 
台北：晚上 07:00~10:00 

高雄：晚上 06:30~09:30 

台北班上课 

高雄班上课 

台北班上课地点：台北硅谷国

际会议中心 

（新北市新店区北新路 3段

223 号） 

 

高雄班上课地点：义守大学教

育推广中心（高雄市前金区五

福三路 21 号） 

5/20(六) 上午 09:00~12:00 

下午 01:30~04:30 

11 月或 12月 海外培训成果发表会：暂订于 106 年 11月或 12月于台北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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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阶班：国外专题研习课程规划(暂订) 

 

代

号 
专题 

地点/ 

合作单位 
主要议题 日期 

课

程 

类

别 

生

活

费 

B 

一

周 

美国：智慧

财产保护与

国际发展、

智财诉讼与

策略 

美国华盛顿特

区或西雅图/ 

美国知名法律

事务所/华盛顿

大学法学院 

 智财诉讼成功关键—策略、专利质量 

 争端解决方式选择-和解、仲裁、诉讼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ITC)诉讼程

序(337 条款) 

 联邦法院诉讼程序-地方法院及 CAFC 

 美国 Discovery 程序及策略 

 损害赔偿及合理权利金计算 

 美国法院案例最新发展、专利布局与管理 

 法院/事务所参访 

7/8(六)抵达华

盛顿特区/西

雅图 

 

上课日期 

7/9(日)下午

-7/14(五) 

Ⅰ

／

Ⅱ 

每日

平均

约

90

美元 

C 

二

周 

美国： 

研发成果商

业化专题、 

投资评估与

创业专题 

美国西岸/ 

华盛顿大学管

理学院 

 智财商业化成功关键-专利质量及产业需求 

 实体审查及评估-技术、智财、市场、法规 

 授权及协商；融资 

 新创事业 

 资产负债表之解读 

 营运计划之分析 

 高科技公司组织与领导 

 技术交易与公司并购 

 公司参访 

7/15(六)下午

华盛顿特区

到西雅图 

 

上课日期

7/17(一)-7/28(

五) 

Ⅰ 
每日

平均

约

90

美元 

D 

一

周 

日本：智慧

财产保护与

国际发展、

智财诉讼与

策略、研发

成果商业化

及投资评估

专题 

日本东京 

东京大学 

 日本专利保护与发展趋势 

 日本著作权保护与管理 

 日本商标保护与管理 

 日本技术授权、协商与移转 

 日本智慧财产管理策略 

 日本技术标准、产学合作 

 日本投资评估与创业 

 公司参访 

7/29(六)西雅

图出发到东

京 

上课日期

7/31(一)-8/4(

五) 

8/5(六)回台 

Ⅰ 
每日

平均

约

100

美元 

E 

一

周 

中国大陆：

智慧财产保

护与国际发

展、智财诉

讼与策略、

研发成果商

业化及投资

评估专题 

中国大陆 

北京大学 /  

北京清华大学 

 中国大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中国大陆知识产权保护：专利法、商标法、

著作权法及相关判例 

 中国大陆企业知识产权经营与管理 

 中国大陆高校技术移转 

 中国大陆科技创新与技术交易 

 中国大陆投资与创业 

 公司参访 

方案一：8/6(日)

到北京，

8/11(五)北京到

深圳/南京，

8/13(日)回台 

方案二：
8/27(日)到北

京，9/1(五)北京

到深圳/南京，

9/3(日)回台 

方案三：9/3(日)

到北京，9/8(五)

北京到深圳/南

京，9/10(日)回

台 

Ⅰ 
每日

平均

约

70

美元 

说明：本年度课程安排有主办单位/合作单位因应学员需求而设计安排之专题课程（上表课程类别Ⅰ），

并配合课程需要参访相关公司，建立企业网脉，亦特安排学员参与合作单位公开办理之专题课

程（上表课程类别Ⅱ），学员藉与各国学员共同研习、互相研讨与交流，建立学员网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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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 

跨领域科技管理与智财运用国际人才培训计划（第 4 期/共 4 期） 

跨领域科技管理研习班 
国内先修班（学费自费）暨国外专题研习-美国(BC)、日本(D)、

中国大陆(E)（本计划补助机票及国外学费）  报名表  
 

（欲报名者请至在线报名网址填写数据后打印，并详阅「搜集个人资料告知事项 暨 当事人同意

书」后亲笔签名、写上填写日期。连同其他报名数据（详见第[1-8]页）邮寄至本会。） 

国外专题课程 

(可复选) 

以下专题课程可单选或搭配其他段课程复选，有意愿请

打勾ˇ，无意愿请空白。 

□BC 美国    □D 日本    □E 中国大陆 

志愿说明：以上若有打勾任一专题课程，请在此填写志愿，一

为最高志愿，三为最低志愿，未勾选的专题课程不需写；专题之

选择组合请见第[1-5]-[1-6]页之说明。（如已勾选 BCDE，可书明
BCDE 第一志愿、BC 第二志愿、E 第三志愿；或 BCDE 为第一
志愿、BCE 为第二志愿等说明） 
                                                             

                                                             

请贴两吋 

大头照片 

（请于背后书写姓

名） 

□不参加国外专题，仅参加国内先修班（请打勾ˇ） 

国内培训先

修班之班别 

为考虑出国受训成效，特举办国内培训先修班，请选择适当上课之地点（请

择一打勾ˇ） 

□台北班  □高雄班  □仅参加国外专题课程（若仅参加国外专题课程，请

务必填写[1-16]「曾受训练摘要」） 

姓名 
中文  出生日期 中华民国  年  月  日 

英文 (与护照同) 性 别 □男 □女 
电 话  

身分证字号  手 机  

地址 
办公 （请写 5 码邮政编码） 

住家 （请写 5 码邮政编码） 

永久 

联络之 E-Mail 

 紧急 

联络人 

姓名  

手机  

服务 

机构 

中文  服务 

部门 

中文  

英文  英文  

现任

职称 

中文  

机构性质 

技术产业别 

一、□企业：请勾选以下类 

□应用生技  □医疗器材  □制药 

□半导体    □光电  □电机  □电子 

□通讯网络  □化工  □绿能  □机械 

□软件  □制造  □农业  □食品 

□纺织  □文化创意  □技术服务 

□其他____________ 

二、□法人机构 

三、□教育机构 

四、□其它____________ 

英文  

机 构 

员 工 数 

□201 人以上 

□51 人-200 人 

□21-50 人 

□20 人以下 

到 职 日  

部 属 人 数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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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工作 

内容简述 

（100 字以内） 

服务机构与本

计划之关联 

（100 字以内，如属传统产业/教育/服务业，敬请说明企业未来发展与本计划之关联情形，

如即将投入高科技产业或执行政府专科技术…） 

大学 

以上 

(含) 

学历
(由近

至远填

写) 

毕业学校 系所 起迄年月 学位（博、硕、

学士之毕业/肄

业） 

    

    

    

重要 

经历 
（由近

至远填

写） 

服务公司 部门 职称 工作内容摘要 起迄时间 

     

     

     

工作总年资    年   月 

英文程度说明 （如 TOEFL 成绩证明（旧制托福(PBT)550 分以上、新制托福(IBT)80 分以上或计算机托福

(CBT)213 分以上）或其他同等语文能力证明者，或曾在国外进修取得学位者请附修业证

明。若无前述之资料，请说明英文能力与程度，若有相关资料左证请一并附上。仅参加

「国内先修课程」及「国外培训进阶专题中国大陆课程（代号 E）」者免附，上课语言以

中文为主（部份讲师之教材为英文）。） 

曾受训练摘要 

□ 曾受过 89-96 年「培训科技背景

跨领域高级人才计划」、97-98

年「跨领域研发成果产业化国际

高阶人才培训计划」、99-102 年

「跨领域科技管理国际人才培

训计划」或 103-105 年「跨领域

科技管理与智财运用国际人才

培训计划」训练结业之学员 

期别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班别 □台北班 

□新竹班 

□高雄班 

□国外班 

□ 曾参与相关培训课程，或曾受过其它相关进修班修毕基础课程（如：EMBA、

硕士学分班或同等学历者） 

 

请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若有证书、修业证明、执照及奖项等请检附复印件。若不敷填写、请另加续页。) 

重要论著、发明或

曾受特殊荣誉摘要 
（若有证书、执照及奖项等请附影印本。若不敷填写、请另加续页。) 

自传（个人简介） （500 字以内） 

报考动机 （如：希望从受训中学到什么。100 字以内） 

其他补充 （100 字以内） 

其他相关数据 
非必要填写字段，若您有附上其他相关数据，请罗列列表（如：著作、得奖记录、

通过鼓励企业在台设立研发中心计划证明、产业科技奖证明、推荐信等） 

讯息来源 

□经济日报    □联合在线    □工商时报    □DigiTimes    □电电公会 

□商业周刊    □会计月刊    □Facebook    □亲友主管推荐 

□盘安基金会宣传公文/E-mail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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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个人资料告知事项 暨 当事人同意书 

财团法人盘安智慧财产教育基金会及本计划相关执行单位基于「106 年度跨领域科技管理与智财运用

国际人才培训计划（第 4 期/共 4 期）」招生简章报名相关事由，向您搜集个人资料，依个人资料保护

法规定，在您提供个人资料前，本会有义务告知下列事项，敬请详阅。 

1. 搜集、处理及利用之目的： 

(1)教育或训练行政(101)；学生（员）(含毕、结业生)数据管理(158)；知识产权、光盘管理及其他

相关行政(118)；资(通)讯服务(135)；资(通)讯与数据库管理(136)；资通安全与管理(137)；调查、统

计与研究分析(157)；人身保险(001)；学术研究(159)等，为办理教学、研究、行政及服务等相关事

宜所需(181)。 

(2)寄送本会相关之活动讯息。（您日后如不愿再收到本会所寄送之营销讯息，可于收到前述讯息时，

回复之后拒绝接受）。 

2. 个人资料类别：本计划搜集与使用您的个人资料如上列报名窗体内文所列，包含：国外专题课程；

国内培训先修班之班别；中文与英文姓名；出生日期；性别；身分证字号；公司与住家之联络地址；

电话与传真；永久联络之 E-Mail；紧急联络人之姓名与联络电话；中文与英文服务机构全名；技

术产业别；机构规模；机构员工人数；中文与英文服务部门；中文与英文现任职位；到职日；部属

人数；个人工作内容简述；企业与本计划之关联；大学以上(含学历)之毕业学校、系所与起迄年月；

重要经历之服务公司、部门、职称、工作内容摘要与起迄时间；工作总年资；英文程度说明；曾受

训练摘要；重要论著/发明或曾受特殊荣誉摘要；讯息来源；自传(个人简介)；报考动机及其他等。 

3. 个人资料利用之期间、地区、对象及方式： 

(1) 利用期间：至搜集目的消失为止。 

(2) 除搜集之目的涉及国际业务或活动外，本会仅于中华民国领域内利用您的个人资料。 

(3) 对象及方式：本会于搜集目的之必要范围内，利用您的个人资料。 

4. 当事人权利：您可向本会行使查询或请求阅览、制给复制本、补充或更正、停止搜集/处理/利用或

删除您的个人资料之权利。 

5. 提供错误个人资料之权益影响：若您提供错误、不实、过时或不完整或误导性的个人资料，您将损

失相关权益，本会将无法为您提供特定目的范围内之相关服务。 

同意书 

本人已详阅招生简章及上述之文字并充分同意所叙述内容，本人获知且已了解上述事项，并同意 贵会

于所列搜集目的之必要范围内，搜集、处理及利用本人之个人资料。 

立 同 意 书 人 

（ 报 名 者 ） 

签 名 

 

 

（请务必亲笔签名）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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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训契约书（暂订）(录取国外专题后才需签署此契约书) 

立约人              （派训厂商或派训人员，以下简称甲方）暨财团法人盘

安智慧财产教育基金会（以下简称乙方），爰乙方执行「106 年度跨领域科技管理与智财

运用国际人才培训计划（第 4 期/共 4 期）」，由提供专款培训科技管理人才。双方为人才

培训事，特立本契约书，并同意条件如下： 

 

一、 甲方应负责使派训人员              君于派训期间履行下列义务： 

（一）全程参与国外研习并返国服务。 

（二）依乙方要求之格式、内容及期限完成国外研习报告（电子文件），交付乙方。该报

告书内容至少应有一万字。 

 

二、 财团法人盘安智慧财产教育基金会代订一趟往返机票并安排国外专题研习计划暨

学员膳宿事宜，协助支付一趟定额往返机票费及学费等补助款共约新台币（以下

同）          万圆整（如下表）。其余膳宿生活、保险费与其他费用由甲方或派

训人员自行负担。 

 

专题 保证票金额 

BCDE 

参拾万圆整 BCD 

BCE 

BC 贰拾伍万圆整 

D / E 壹拾伍万圆整 

 

三、 为担保甲方及其派训人员确实履行本契约义务： 

（一）甲方应于本契约依法签章之同时交付乙方一张如下之本票（以下简称保证票）： 

1、 票面金额：乙方支付上述第二点补助款之金额。 

2、 发票人：甲方（或派训人员）。 

3、 受款人：财团法人盘安智慧财产教育基金会。 

4、 发票地：发票人通讯地址。 

5、 发票日：甲方应交付保证票予乙方之日。 

6、 担当付款人：国内合法立案之金融机构。 

7、 其他形式及内容应符合乙方之要求。 

（二）乙方认为必要时，得令甲方另行提供适当之保证。 

（三）甲方及派训人员依研习计划完成训练，并履行本契约第一条之义务，经乙方认可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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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乙方应将保证票无息返还甲方。 

 

四、 甲方及派训人员同意配合之需求，执行下列事项： 

（一）提供相关背景资料，建立政府人才信息网。 

（二）于辅导企业或拟订政策而有需要时，无偿协助提供本计划有关之咨询服务。 

 

五、 本计划产出之报告书及其他数据文件之知识产权皆归经济部所有。 

 

六、 甲方及派训人员在本契约中之权利及义务，非经乙方书面同意，不得转让予任何

第三人。但乙方在本契约中之权利及义务，得转让予或其指定之第三人。 

 

七、 甲方或派训人员有下列任一情事者，甲方除应返还乙方已支付之补助款外，应另

支付与补助款同额之违约金予乙方，乙方并得终止或解除本契约。乙方或因此受

有损害者，甲方应负责赔偿。 

（一）未依本计划内容进行研习，经乙方书面通知后 15 日内仍未改正者。 

（二）违反或不履行本契约第一条所述约定之义务。 

 

八、 派训人员在国外期间，若发生法律纠纷或个人意外事故，悉由甲方及当事人自负

其责。 

 

九、 本契约经甲乙双方依法签章后，自底页所载日期起生效。 

 

十、 若因本契约而涉讼时，甲乙双方特此同意以台湾台北地方法院为第一审管辖法院。 

 

十一、本契约壹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为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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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约人： 

 

甲 方： 

代表人： 

职称： 

地 址： 

 

派训人员：            (签章) 

 

 

乙 方：财团法人盘安智慧财产教育基金会 

代表人： 

统一编号： 

 

 

 

 

 

 

 

 

 

 

 

 

1 0 6 年  月  日 

 



 

0 

 

 

 

 

 

第 2 份 

国外专题-德国(A)  

（计划补助机票及国外学费） 

研习招生简章 
 

（限 MMOT89-105 级历届学员报名，本计

划补助机票及国外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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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智慧财产保护与国际发展、智财诉讼与策略、研发成果

商业化与投资评估」科技管理研习班简介  
 

台湾的经济发展，由于内需市场较小，须放眼国际市场，切入全球产业链之

零组件供应、设计、制造或服务端，亦即必须面对全球的竞争，赢取市场，方能

维持持续的成长，在这种环境下，造就了台湾大量的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

凭着刻苦的精神，灵活的经营，创新的研发，逐渐发展与茁壮，及至分食或威胁

国际大厂的市场时，国际大厂往往祭出专利侵权或反托拉斯等之控诉，以吓阻我

国厂商之发展；同样的，我国厂商在国际市场上，也面临被仿冒与侵权之行为，

造成利益受损。所以，我们步入知识经济时代之际，无论是科技产业或是传统产

业，智慧财产乃决定公司之存亡与成败。 

现今，台湾的经济发展，已迈入创新驱动的全新阶段。在此阶段，有效创造

与活用智慧财产将会协助台湾产业进一步创造价值，更是台湾厂商面临全球市场

竞争，建立国际品牌时的必要保障。因此，101 年行政院核定了我国「智财战略

纲领」，其中行动计划六明订「培育量足质精的智财实务人才」战略重点。据以

拟订「跨领域科技管理与智财运用国际人才培训计划」，提升及优化产业界拥有

研发创新管理、智慧财产经营及投资评估等跨领域专业的国际视野科技管理人

才，以协助产业界整体提升发展策略，有效地促进研发成果商业化，因应国际市

场竞争相关议题之综合能力，并提升国内产业界藉有效智慧财产保护之创新创意

商业化成果进入国际市场的能力，期建立台湾成为研发、创意、设计、服务及高

附加价值产品等知识经济为主流之国际创新研发基地，早日跻身已开发国家之

列。 

本年度为第 4 期计划（共 4 期），延续前一年度「跨领域科技管理与智财运用

国际人才培训计划」之国际智慧财产保护与经营及其国际发展、智财诉讼与策略、

研发成果商业化与投资评估等三个学程，聚焦于国际智财权之实战体验，为我国

厂商培育智财布局、保护与经营之实务人才，以与政府「智财战略纲领」密切契

合。 

产业界面对上述国际化等问题，盘安智慧财产教育基金会（以下简称本会）

受技术处委办本计划，以专题研习方式，选派学员赴国外训练，以培育及提升业

界面对上述问题之国际处理能力。 

 

一、目的 

提供 MMOT 历届学员（曾受过 89-96 年「培训科技背景跨领域高级人

才计划」、97-98 年「跨领域研发成果产业化国际高阶人才培训计划」、99-102

年「跨领域科技管理国际人才培训计划」或 103-105 年「跨领域科技管理与

智财运用国际人才培训计划」训练结业之学员）对德国（欧洲）在智慧财产

保护与国际发展、智财诉讼与策略、研发成果商业化与投资评估等专题方面

有业务关系，或对其发展有兴趣者，增加研习/考察的机会。 



 

2-2 

 

二、国外培训方式 

 

1.课程训练：「德国（A）」之进阶专题，课程内容暂订如第[2-5]页，专题录

取人数将依报名人数做适当调整。 

 

2.受训时间：约 2 周，出国前将先进行集中讲习及分组（本年度集训会议暂

订于 106 年 5 月 12-13 日在台北举行，活动为期一天半，费用已包含于计

划内，暂订 5/12(五)下午 6:00 以后开始报到，晚上住宿台北市，预计

5/13(六)19:00 前结束，受训学员需全程出席，请务必先将时间保留）。 

 

3.经费来源： 

(1)本计划补助： 

参加「德国（A）」课程，本计划补助来回机票、学杂费、集体参访

活动费、讲义费。 

(2)派训厂商/学员出资： 

参加「德国（A）」课程，由派训厂商或学员自行协调负担学员于国

外受训期间之薪资及生活费。 

（学员需入住执行单位统筹安排团体住宿之学校或旅馆，并配合团进

团出；生活费含学员个人之食、衣、住、行等，由派训厂商/学员负

担，预估每日约 130 美元，但实际费用仍需依国外培训课程发生地之

国情及个人消费习惯而定）。 

 

 

4.受训期间及完成后之权利义务： 

录取后、受训前，需与执行单位签订「人才培训契约书」（如附件

四） 

4~5 人为一组，受训期满返国后 2 个月内，每人完成 10,000 字以上

之专题论文，并配合于成果发表会（暂订于 106 年 11 月或 12 月举

行）时报告发表。 

国外上课时数达 95％之学员将授予结业证明。 

学员学习绩效不佳，经委办及执行单位同意，得以退训，退训学员

视同违约。 

 

5.招收人数：预计录取名额约 15-20 人次，依报名人次做适当调整。 

（国外专题需录取 80 人次，含第 1-3 份招生简章之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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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名资格 

对象：以五加二产业（亚洲硅谷、生技医疗、绿能科技、智慧机械及国防

航天等五大创新产业，再加上新农业、循环经济）、科技产业、传

统产业、创意产业、技术服务业等相关领域，从事（或即将投入）

科技管理、研发、创新创意相关管理职务者为原则。 

－公民营企业：于中华民国境内依公司法设立，且财务健全，有研究发展

组织或功能之制造业与服务业。 

 －财团法人研究机构：设立目的为从事上述领域科技管理、研发、创新创

意相关管理职务者为原则。 

 －学界科专计划执行人员。 

 

资格：任职于上述机构之人员，户籍设于国内之中华民国公民，受过本计

划（89 年至 105 年）相关进修班结业之学员，且未曾参加过本计划

德国(A)课程者。 

 

审核其它要件： 

－参加德国（A）课程者之英语语文能力：如 TOEFL 成绩证明（旧制托福

(PBT)550 分以上、新制托福(IBT)80 分以上或计算机托福(CBT)213 分以

上）、TOEIC 成绩或其他同等语文能力证明者，或曾在国外进修取得学

位者请附修业证明。若无前述之数据，请文字说明英文能力与程度，若

有相关资料左证请一并附上。 

 

四、报名及收件截止日 

106 年 2 月 20 日前（以邮戳为凭），请至在线报名网址填写数据后

打印为书面的报名表（在线报名网址：

http://www.mmot.org.tw:8080/mmot/enroll_europe；开放上传时间：106

年 1 月 12 日至 106 年 2 月 20 日晚上 12:00 止），并将此份书面报名表及

相关附件数据寄至指定地点。 

 

五、报名书面数据寄送方式 

书面数据请以挂号方式，邮寄至「23143 新北市新店区北新路 3 段

221 号 3 楼盘安智慧财产教育基金会，朱小姐收」。 

报名书面数据须检附以下数据： 

 

1.报名表 1 份（其内[2-6]至[2-7]页的附件三，请至在线报名网址填写数

据后打印邮寄至本会）及报名表所需之下述文件： 

http://www.mmot.org.tw:8080/mmot/enroll_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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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语语文能力证明：如 TOEFL 成绩证明（旧制托福(PBT)550 分以

上、新制托福(IBT)80 分以上或计算机托福(CBT)213 分以上）或其

他同等语文能力证明者，或曾在国外进修取得学位者请附修业证

明。若无前述之资料，请说明英文能力与程度，若有相关资料左证

请一并附上。 

(2) 请附上 MMOT 修业证明复印件（曾受过 89-96 年「培训科技背景

跨领域高级人才计划」、97-98 年「跨领域研发成果产业化国际高

阶人才培训计划」、99-102 年「跨领域科技管理国际人才培训计划」

或 103-105 年「跨领域科技管理与智财运用国际人才培训计划」

训练结业之学员）。 

 

2.请于在线报名网址填写完报名资料后，详阅报名表最下方的「搜集个

人资料告知事项 暨 当事人同意书」后亲笔签名、写上填写日期。 

 

3.最高学历毕业证书复印件 1 份。 

 

4.二吋相片 1 张（请于背后书写姓名） 

 

未备齐上述 1-4 之文件者不予进行甄选。 

 

5.个人现职工作名片 1 张（请以回形针夹在报名表第 1 页） 

 

6.其他相关数据（如：著作、得奖记录、通过鼓励企业在台设立研发中

心计划证明、产业科技奖证明、推荐信等） 

上述 5-6 之文件为参考文件，若未缴交不影响甄选资格。 

 

六、评选原则 

1.形式要件：报名缴交文件需齐全。 

2.学经历（学位、职位、服务单位等）、自传及报考动机，其内容须与

科技研发、管理或服务相关。 

3.地区、专题分配，将考虑成团规模经济。 

4.派训厂商若参与「鼓励企业在台设立研发中心计划」，或为产业科技

奖得主等优先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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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录取名单公告： 

暂订 106 年 3 月 1 日。除网站公告外，并以电话及 E-mail 方式通知。 

 

八、联络： 

E-Mail：mmot@mmot.org.tw  

传真：(02)8911-2005 

(02)8911-2003 分机 202 詹小姐 

 

本培训班网址参考：http://www.mmot.org.tw/ 

 

89-105 年度成果发表会论文欢迎下载： 

http://www.mmot.org.tw:8080/mmot/all_achievements 

 

 

 

 

 

进阶班：国外专题（德国(A)） 

研习课程规划(暂订) 

 

代

号 
专题 

地点/ 

合作单位 
主要议题 日期 

课

程 

类

别 

A 

二

周 

德国：欧洲智慧财产保

护与国际发展、智财诉

讼与策略、研发成果商

业化及投资评估专题 

德国慕尼黑
Boehmert & 

Boehmert 法律

事务所 

 欧洲智慧财产保护与国际发展 

 欧洲智财诉讼与策略 

 欧洲研发成果商业化及投资评估 

 公司参访 

6/23 出发 

6/26~6/28 

 

Ⅰ 

6/29~7/08 

7/10 抵台 

 

Ⅱ 

 

说明：本年度课程安排有主办单位/合作单位因应学员需求而设计安排之专题课程（如上表课程类别Ⅰ），

并配合课程需要参访相关公司，建立企业网脉，亦特安排学员参与合作单位公开办理之专题课

程（如上表课程类别Ⅱ），学员藉与各国学员共同研习、互相研讨与交流，建立学员网脉。 

 

mailto:mmot@mmot.org.tw
http://www.mmot.org.tw/
http://www.mmot.org.tw:8080/mmot/all_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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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  

跨领域科技管理与智财运用国际人才培训计划（第 4 期/共 4 期） 

跨领域科技管理研习班 

国外专题-德国(A) （本计划补助机票及国外学费） 

研习班报名表 

 

（欲报名者请至在线报名网址填写数据后打印，并详阅「搜集个人资料告知事项 暨 当事人同意

书」后亲笔签名、写上填写日期。连同其他报名数据（详见第[2-3]-[2-4]页说明）邮寄至本会。） 

本计划学员

期别及班别 

曾受过 89-96 年「培训科技背景跨领域高级人才计划」、97-98 年「跨领域

研发成果产业化国际高阶人才培训计划」、99-102 年「跨领域科技管理国

际人才培训计划」或 103-105 年「跨领域科技管理与智财运用国际人才培

训计划」训练结业之学员 请贴两吋 

大头照片 期别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班别 □台北班 □新竹班 □高雄班 □国外班 

姓名 
中文  出生日期 中华民国  年  月  日 

英文 (与护照同) 性 别 □男 □女 
电 话  

身分证字号  手 机  

地址 
办公 （请写 5 码邮政编码） 

住家 （请写 5 码邮政编码） 

永久 

联络之 E-Mail 

 紧急 

联络人 

姓名  

手机  

服务 

机构 

中文  服务 

部门 

中文  

英文  英文  

现任

职称 

中文  

机 构 性 质 

技术产业别 

一、□企业：请勾选以下类 

□应用生技  □医疗器材  □制药 

□半导体    □光电  □电机  □电子 

□通讯网络  □化工  □绿能  □机械 

□软件  □制造  □农业  □食品 

□纺织  □文化创意  □技术服务 

□其他____________ 

二、□法人机构 

三、□教育机构 

四、□其它____________ 

英文  

机 构 

员 工 数 

□201 人以上 

□51 人-200 人 

□21-50 人 

□20 人以下 

到 职 日 
 

 

部 属 人 数 
 

 

个人工作 

内容简述 

（100 字以内） 

 

 

服务机构与

本计划之关

联 

（100 字以内，如属传统产业/教育/服务业，敬请说明企业未来发展与本计划之关联情形，

如即将投入高科技产业或执行政府专科技术…）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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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 

以上 

(含) 

学历
(由近

至远填

写) 

毕业学校 系所 起迄年月 学位（博、硕或学士） 

    

    

    

重要 

经历 
（由近

至远填

写） 

服务公司 部门 职称 工作内容摘要 起迄时间 

     

     

     

工作总年资    年   月 

英文程度说明 （如 TOEFL 成绩证明（旧制托福(PBT)550 分以上、新制托福(IBT)80 分以上或计算机托福

(CBT)213 分以上）或其他同等语文能力证明者，或曾在国外进修取得学位者请附修业证

明。若无前述之资料，请说明英文能力与程度，若有相关资料左证请一并附上。仅参加

「国内先修课程」及「国外培训进阶专题中国大陆课程（代号 E）」者免附，上课语言以

中文为主（部份讲师之教材为英文）。） 

重要论著、发明或

曾受特殊荣誉摘要 
（若有证书、执照及奖项等请附影印本。若不敷填写、请另加续页。) 

自传（个人简介） （500 字以内） 

报考动机 （如：希望从受训中学到什么。100 字以内） 

其他补充 （100 字以内） 

其他相关数据 
非必要填写字段，若您有附上其他相关数据，请罗列列表（如：著作、得奖记录、

通过鼓励企业在台设立研发中心计划证明、产业科技奖证明、推荐信等） 

讯息来源 

□经济日报    □联合在线    □工商时报    □DigiTimes    □电电公会 

□商业周刊    □会计月刊    □Facebook    □亲友主管推荐 

□盘安基金会宣传公文/E-mail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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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个人资料告知事项 暨 当事人同意书 

财团法人盘安智慧财产教育基金会及本计划相关执行单位基于「跨领域科技管理与智财运用国际人才

培训计划（第 4 期/共 4 期）」招生简章报名相关事由，向您搜集个人资料，依个人资料保护法规定，

在您提供个人资料前，本会有义务告知下列事项，敬请详阅。 

1. 搜集、处理及利用之目的： 

(1)教育或训练行政(101)；学生（员）(含毕、结业生)数据管理(158)；知识产权、光盘管理及其他

相关行政(118)；资(通)讯服务(135)；资(通)讯与数据库管理(136)；资通安全与管理(137)；调查、统

计与研究分析(157)；人身保险(001)；学术研究(159)等，为办理教学、研究、行政及服务等相关事

宜所需(181)。 

(2)寄送本会相关之活动讯息。（您日后如不愿再收到本会所寄送之营销讯息，可于收到前述讯息时，

回复之后拒绝接受）。 

2. 个人资料类别：本计划搜集与使用您的个人资料如上列报名窗体内文所列，包含：国外专题课程；

中文与英文姓名；出生日期；性别；身分证字号；公司与住家之联络地址；电话与传真；永久联络

之 E-Mail；紧急联络人之姓名与联络电话；中文与英文服务机构全名；技术产业别；机构规模；

机构员工人数；中文与英文服务部门；中文与英文现任职位；到职日；部属人数；个人工作内容简

述；企业与本计划之关联；大学以上(含学历)之毕业学校、系所与起迄年月；重要经历之服务公司、

部门、职称、工作内容摘要与起迄时间；工作总年资；英文程度说明；重要论著/发明或曾受特殊

荣誉摘要；讯息来源；自传(个人简介)；报考动机及其他等。 

3. 个人资料利用之期间、地区、对象及方式： 

(4) 利用期间：至搜集目的消失为止。 

(5) 除搜集之目的涉及国际业务或活动外，本会仅于中华民国领域内利用您的个人资料。 

(6) 对象及方式：本会于搜集目的之必要范围内，利用您的个人资料。 

4. 当事人权利：您可向本会行使查询或请求阅览、制给复制本、补充或更正、停止搜集/处理/利用或

删除您的个人资料之权利。 

5. 提供错误个人资料之权益影响：若您提供错误、不实、过时或不完整或误导性的个人资料，您将损

失相关权益，本会将无法为您提供特定目的范围内之相关服务。 

同意书 

本人已详阅招生简章及上述之文字并充分同意所叙述内容，本人获知且已了解上述事项，并同意 贵会

于所列搜集目的之必要范围内，搜集、处理及利用本人之个人资料。 

立 同 意 书 人 

（ 报 名 者 ） 

签 名 

 

 

（请务必亲笔签名）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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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专题-德国(A)研习班 

人才培训契约书（暂订）(录取后才需签署此契约书) 

立约人              （派训厂商或派训人员，以下简称甲方）暨财团法人盘

安智慧财产教育基金会（以下简称乙方），爰乙方执行「106 年度跨领域科技管理与智财

运用国际人才培训计划（第 4 期/共 4 期）」，由提供专款培训科技管理人才。双方为人才

培训事，特立本契约书，并同意条件如下： 

 

一、 甲方应负责使派训人员              君于派训期间履行下列义务： 

（一）全程参与国外研习并返国服务。 

（二）依乙方要求之格式、内容及期限完成国外研习报告（电子文件），交付乙方。该报

告书内容至少应有一万字。 

 

二、 财团法人盘安智慧财产教育基金会代订一趟往返机票并安排国外专题研习计划暨

学员膳宿事宜，协助支付一趟定额往返机票费及学费等补助款共约新台币（以下

同）壹拾伍万圆整。其余膳宿生活、保险费与其他费用由甲方或派训人员自行负

担。 

 

三、 为担保甲方及其派训人员确实履行本契约义务： 

（一）甲方应于本契约依法签章之同时交付乙方一张如下之本票（以下简称保证票）： 

1、 票面金额：新台币壹拾伍万圆整。。 

2、 发票人：甲方（或派训人员）。 

3、 受款人：财团法人盘安智慧财产教育基金会。 

4、 发票地：发票人通讯地址。 

5、 发票日：甲方应交付保证票予乙方之日。 

6、 担当付款人：国内合法立案之金融机构。 

7、 其他形式及内容应符合乙方之要求。 

（二）乙方认为必要时，得令甲方另行提供适当之保证。 

（三）甲方及派训人员依研习计划完成训练，并履行本契约第一条之义务，经乙方认可

者，乙方应将保证票无息返还甲方。 

 

四、 甲方及派训人员同意配合之需求，执行下列事项： 

（一）提供相关背景资料，建立政府人才信息网。 

（二）于辅导企业或拟订政策而有需要时，无偿协助提供本计划有关之咨询服务。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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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计划产出之报告书及其他数据文件之知识产权皆归经济部所有。 

 

六、 甲方及派训人员在本契约中之权利及义务，非经乙方书面同意，不得转让予任何

第三人。但乙方在本契约中之权利及义务，得转让予或其指定之第三人。 

 

七、 甲方或派训人员有下列任一情事者，甲方除应返还乙方已支付之补助款外，应另

支付与补助款同额之违约金予乙方，乙方并得终止或解除本契约。乙方或因此受

有损害者，甲方应负责赔偿。 

（一）未依本计划内容进行研习，经乙方书面通知后 15 日内仍未改正者。 

（二）违反或不履行本契约第一条所述约定之义务。 

 

八、 派训人员在国外期间，若发生法律纠纷或个人意外事故，悉由甲方及当事人自负

其责。 

 

九、 本契约经甲乙双方依法签章后，自底页所载日期起生效。 

 

十、 若因本契约而涉讼时，甲乙双方特此同意以台湾台北地方法院为第一审管辖法院。 

 

十一、本契约壹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为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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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约人： 

 

甲 方： 

代表人： 

职称： 

地 址： 

 

派训人员：            (签章) 

 

 

乙 方：财团法人盘安智慧财产教育基金会 

代表人： 

统一编号： 

 

 

 

 

 

 

 

 

 

 

 

 

1 0 6 年  月  日 

 



 

0 

 

 

 

第 3 份 

国外专题-德国(A)、美国(BC)、

日本(D)、中国大陆(E)自费研习

招生简章（机票与国外学费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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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智慧财产保护与国际发展、智财诉讼与策略、研发成果

商业化与投资评估」科技管理研习班简介  
 

台湾的经济发展，由于内需市场较小，须放眼国际市场，切入全球产业链之

零组件供应、设计、制造或服务端，亦即必须面对全球的竞争，赢取市场，方能

维持持续的成长，在这种环境下，造就了台湾大量的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

凭着刻苦的精神，灵活的经营，创新的研发，逐渐发展与茁壮，及至分食或威胁

国际大厂的市场时，国际大厂往往祭出专利侵权或反托拉斯等之控诉，以吓阻我

国厂商之发展；同样的，我国厂商在国际市场上，也面临被仿冒与侵权之行为，

造成利益受损。所以，我们步入知识经济时代之际，无论是科技产业或是传统产

业，智慧财产乃决定公司之存亡与成败。 

现今，台湾的经济发展，已迈入创新驱动的全新阶段。在此阶段，有效创造

与活用智慧财产将会协助台湾产业进一步创造价值，更是台湾厂商面临全球市场

竞争，建立国际品牌时的必要保障。因此，101 年行政院核定了我国「智财战略

纲领」，其中行动计划六明订「培育量足质精的智财实务人才」战略重点。据以

拟订「跨领域科技管理与智财运用国际人才培训计划」，提升及优化产业界拥有

研发创新管理、智慧财产经营及投资评估等跨领域专业的国际视野科技管理人

才，以协助产业界整体提升发展策略，有效地促进研发成果商业化，因应国际市

场竞争相关议题之综合能力，并提升国内产业界藉有效智慧财产保护之创新创意

商业化成果进入国际市场的能力，期建立台湾成为研发、创意、设计、服务及高

附加价值产品等知识经济为主流之国际创新研发基地，早日跻身已开发国家之

列。 

本年度为第 4 期计划（共 4 期），延续前一年度「跨领域科技管理与智财运用

国际人才培训计划」之国际智慧财产保护与经营及其国际发展、智财诉讼与策略、

研发成果商业化与投资评估等三个学程，聚焦于国际智财权之实战体验，为我国

厂商培育智财布局、保护与经营之实务人才，以与政府「智财战略纲领」密切契

合。 

产业界面对上述国际化等问题，盘安智慧财产教育基金会（以下简称本会）

受技术处委办本计划，以专题研习方式，选派学员赴国外训练，以培育及提升业

界面对上述问题之国际处理能力。 

 

一、目的 

提供 MMOT 历届学员或非历届学员但对德国（欧洲）、美国、日本、中国大

陆在智慧财产保护与国际发展、智财诉讼与策略、研发成果商业化与投资评估与

创业等专题方面有业务关系，或对其发展有兴趣者，得以机票及国外学费自费之

方式报名参加国外培训专题，增加研习/考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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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外培训方式 

 

1.课程规划：分为德国(A)、美国(BC)、日本(D)与中国大陆(E)等共 5 个进阶专题，

内容涵盖智慧财产保护与国际发展、智财诉讼与策略、研发成果商业化与投资

评估等领域，各专题主题如下，课程内容暂订如第[3-6]至[3-7]页。 

 

「德国：欧洲智慧财产保护与国际发展、智财诉讼与策略、研发成果商业化及

投资评估专题」（代号 A） 

「美国：智慧财产保护与国际发展、智财诉讼与策略专题」（代号 B）、 

「美国：研发成果商业化、投资评估与创业专题」（代号 C）、 

「日本：智慧财产保护与国际发展、智财诉讼与策略、研发成果商业化及投资

评估专题」（代号 D）、 

「中国大陆：智慧财产保护与国际发展、智财诉讼与策略、研发成果商业化及

投资评估专题」（代号 E） 

 

专题可复选组合如下，请于报名表第一栏中，勾选欲参加之专题并说明志愿

排序： 

(1)A；(2)AD；(3)AE；(4)ADE；(5)BCDE； 

(6)BCD；(7)BCE；(8)BC；(9)DE；(10)D；(11)E 

注：A 与 BC/BCD 因课程日期部分重迭，无法同时选择。 

 

2.课程训练与招收人数：课程内容暂订如第[3-6]至[3-7]页。国外计录取 80 人次（含

第 1-3 份招生简章之人次）。每专题录取人次将依报名人次做适当调整。 

 

3.培训时间：每专题约 1-2 周，出国前将先进行集中讲习（本年度集训会议暂订

于 106 年 5 月 12-13 日在台北举行，活动为期一天半，费用已包含于计划内，

暂订 5/12(五)下午 6:00 以后开始报到，晚上住宿台北市，预计 5/13(六)19:00 前

结束，受训学员需全程出席，请务必先将时间保留）。 

 

4.经费： 

(1) 自费参与以上国外专题课程应支付金额： 

甲、 国外学费：如下表，录取后执行单位发公文通知，依指定时间（暂

订 3-4 月）及指定方式缴交予盘安基金会。 

乙、 来回机票：依实际开票金额，由学员直接支付给旅行社或由盘安

基金会代收代付。 

丙、 生活费：学员需入住执行单位统筹安排团体住宿之学校或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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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配合团进团出。生活费含学员个人之食、衣、住、行等，预估

金额如下表，但实际费用仍需依国外培训课程发生地之国情及个

人消费习惯而定，其中住宿费依实际住宿金额，由学员直接支付

给学校或旅馆。 

(2)  费用分摊方式：由派训厂商/学员自行协调负担学员赴所选择之国外专

题课程之学费、来回机票费、生活费。 

(3) 完成缴费视同报到，逾期视同放弃资格，将通知备取者递补。完成缴

费学员若欲取消报到，需于 106 年 4 月 25 日前以 E-mail 及电话通知

承办人员，将退还国外学费 90%，行前集训会议举办后才通知取消报

到者恕不退费。另，派训厂商/学员需负担因取消机票及住宿所衍生之

费用。 

 

专题课程 来回机票（暂订） 学费（暂订） 生活费（暂订） 

(包含食衣住行，实际费用依参加国

外培训课程发生地之国情及个人

消费习惯而定) 

德国（A） NT$50,000 元 NT$60,000 元 每日平均约 130 美元 

美国（BC） NT$70,000 元 NT$175,000 元 每日平均约 90 美元 

日本（D） NT$20,000 元 NT$50,000 元 每日平均约 100 美元 

中国大陆（E） NT$25,000 元 NT$50,000 元 每日平均约 70 美元 

注 1：每个专题之各项费用均各自独立，如欲参加两段以上课程，费用需分开计算。 

注 2：表格中各专题之学费为暂订，以录取公文所载明之金额为准。 

 

 

5.受训期间及完成后之权利义务： 

回国后一个月内缴交 3,000 字之心得报告予执行单位（含心得、对工作

之整体效益及建议）。 

国外上课时数达 95％之学员将授予结业证明。 

学员学习绩效不佳，经委办及执行单位同意，得以退训。 

 

三、报名资格 

对象：以五加二产业（亚洲硅谷、生技医疗、绿能科技、智慧机械及国防

航天等五大创新产业，再加上新农业、循环经济）、科技产业、传

统产业、创意产业、技术服务业等相关领域，从事（或即将投入）

科技管理、研发、创新创意相关管理职务者为原则。 

－公民营企业：于中华民国境内依公司法设立，且财务健全，有研究发展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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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或功能之制造业与服务业。 

－财团法人研究机构：设立目的为从事上述领域科技管理、研发、创新创意

相关管理职务者为原则。 

－学界科专计划执行人员。 

 

资格： 

－任职于上述机构之人员，户籍设于国内之中华民国公民皆可报名。 

－本计划（89 年至 105 年）相关进修班结业之学员，且未曾参加过本计

划德国(A)、美国(BC)、日本(D)、中国大陆(E)者。 

－非本计划（89 年至 105 年）相关进修班结业、欲报名国外专题自费课

程者，须经本计划执行单位认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始得参加： 

   a.曾参与相关培训计划合格者。 

   b.曾接受过其它相关进修班修毕基础课程，且具可兹证明者，如：

EMBA、硕士学分班或同等学历。 

   c.具备硕士学位以上，正式从事与研习专题相关之高阶经理人。 

 

未符合上述条件者，得由本计划执行单位认定须先参加第 1 份招生简章之国

内培训先修班课程后，始得参加国外培训进阶专题课程。 

 

审核其它要件： 

－英语语文能力：如 TOEFL 成绩证明（旧制托福(PBT)550 分以上、新制

托福(IBT)80 分以上或计算机托福(CBT)213 分以上）、TOEIC 成绩或其

他同等语文能力证明者，或曾在国外进修取得学位者请附修业证明。 

 

若无前述之资料，请说明英文能力与程度，若有相关资料左证请一并附

上。 

仅参加「国外培训进阶专题中国大陆课程（E）者免附英语能力证明，

上课语言以中文为主（部份讲师之教材为英文）。 

 

四、报名及收件截止日 

106 年 2 月 20 日前（以邮戳为凭），请至在线报名网址填写数据后打印

为书面的报名表（在线报名网址：

http://www.mmot.org.tw:8080/mmot/enroll_ownexpense；开放上传时间：106

年 1 月 12 日至 106 年 2 月 20 日晚上 12:00 止），将此份书面报名表及相关附

件数据寄至指定地点。 

 

http://www.mmot.org.tw:8080/mmot/enroll_ownexp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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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报名书面数据寄送方式 

书面数据请以挂号方式，邮寄至「23143 新北市新店区北新路 3 段 221

号 3 楼盘安智慧财产教育基金会，朱小姐收」。 

报名书面数据须检附以下数据： 

1. 报名表 1 份（其内[3-8]至[3-9]页的附件五，请至在线报名网址填写数据

后打印邮寄至本会）及报名表所需之下述文件： 

(1)  英语语文能力证明：如 TOEFL 成绩证明（旧制托福(PBT)550

分以上、新制托福(IBT)80 分以上或计算机托福(CBT)213 分以

上）或其他同等语文能力证明者，或曾在国外进修取得学位者

请附修业证明。若无前述之资料，请说明英文能力与程度，若

有相关资料左证请一并附上。 

(2) 曾参与相关培训计划者，或曾受过其它相关进修班修毕基础课

程且可兹证明者（如：EMBA、硕士学分班或同等学历者），请

附上受训或修业证明复印件。 

 

2. 请于在线报名网址填写完报名资料后，详阅报名表最下方的「搜集个人

资料告知事项 暨 当事人同意书」后亲笔签名、写上填写日期。 

3. 最高学历毕业证书复印件 1 份。 

4. 二吋相片 1 张（请于背后书写姓名） 

未备齐上述 1-4 之文件者不予录取。 

 

5.个人现职工作名片 1 张（请以回形针夹在报名表第 1 页） 

6.其他相关数据（如：著作、得奖记录、通过鼓励企业在台设立研发中心计

划证明、产业科技奖证明、推荐信等） 

上述 5-6 之文件为参考文件，若未缴交不影响甄选资格。 

 

六、评选原则 

1.形式要件：报名缴交文件需齐全。 

2.学经历（学位、职位、服务单位等）、自传及报考动机，其内容须与科技研

发、管理或服务相关。 

3.国外培训地区、专题分配，将考虑成团规模经济。 

4.派训厂商若参与「鼓励企业在台设立研发中心计划」，或为产业科技奖得主

等优先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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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录取名单公告日期：暂订 106 年 3 月 1 日。除网站公告外，并以电

话及 E-mail 方式通知。 
 

八、联络： 

E-Mail：mmot@mmot.org.tw 

传真：(02)8911-2005 

(02)8911-2003 分机 201 朱小姐 

本培训班网址参考：http://www.mmot.org.tw/ 

 

89-105 年度成果发表会论文欢迎下载： 

http://www.mmot.org.tw:8080/mmot/all_achievements 

 

 

 

进阶班：国外专题研习课程规划(暂订) 

代

号 
专题 

地点/ 

合作单位 
主要议题 日期 

课

程 

类

别 

A 

二

周 

德国：欧洲智慧财

产保护与国际发

展、智财诉讼与策

略、研发成果商业

化及投资评估专题 

德国慕尼黑 

Boehmert & 

Boehmert 法律

事务所 

 欧洲智慧财产保护与国际发展 

 欧洲智财诉讼与策略 

 欧洲研发成果商业化及投资评估 

 公司参访 

6/23(五)出发 

6/26~6/28 

Ⅰ 

6/29~7/08 

7/10(一)抵台 

Ⅱ 

B 

一

周 

美国：智慧财产保

护与国际发展、智

财诉讼与策略 

美国华盛顿特

区或西雅图/ 

美国知名法律

事务所/华盛顿

大学法学院 

 智财诉讼成功关键—策略、专利质量 

 争端解决方式选择-和解、仲裁、诉讼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ITC)诉讼程序

(337 条款) 

 联邦法院诉讼程序-地方法院及 CAFC 

 美国 Discovery 程序及策略 

 损害赔偿及合理权利金计算 

 美国法院案例最新发展 

 专利布局与管理 

 法院/事务所参访 

7/8(六)抵达

华盛顿特区 

 

上课日期 

7/9(日)下午

-7/14(五) 

Ⅰ/

Ⅱ 

C 

二

周 

美国：研发成果商

业化专题、投资评

估与创业专题 

美国西岸 

华盛顿大学管

理学院 

 智财商业化成功关键-专利质量及产业需求 

 实体审查及评估-技术、智财、市场、法规 

 授权及协商 

 融资 

 新创事业 

 资产负债表之解读 

 营运计划之分析 

 高科技公司组织与领导 

 技术交易与公司并购 

 公司参访 

7/15(六)下午

到西雅图 

 

上课日期

7/17(一)-7/28

(五) 

Ⅰ 

mailto:mmot@mmot.org.tw
http://www.mmot.org.tw/
http://www.mmot.org.tw:8080/mmot/all_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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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一

周 

日本：智慧财产保

护与国际发展、智

财诉讼与策略、研

发成果商业化及投

资评估专题 

日本东京 

东京大学 

 日本专利保护与发展趋势 

 日本著作权保护与管理 

 日本商标保护与管理 

 日本技术授权、协商与移转 

 日本智慧财产管理策略 

 日本技术标准 

 日本产学合作 

 日本投资评估与创业 

 公司参访 

7/29(六)西雅

图出发到东

京 

上课日期

7/31(一)-8/4(

五) 

8/5(六)回台 

Ⅰ 

E 

一

周 

中国大陆：智慧财

产保护与国际发

展、智财诉讼与策

略、研发成果商业

化及投资评估专题 

中国大陆 

北京大学 /  

北京清华大学 

 中国大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中国大陆知识产权保护：专利法、商标法、著

作权法及相关判例 

 中国大陆企业知识产权经营与管理 

 中国大陆高校技术移转 

 中国大陆科技创新与技术交易 

 中国大陆投资与创业 

 公司参访 

方案一：
8/6(日)到北

京，8/11(五)

北京到深圳/

南京，8/13(日)

回台 

方案二：
8/27(日)到北

京，9/1(五)北

京到深圳/南

京，9/3(日)回

台 

方案三：
9/3(日)到北

京，9/8(五)北

京到深圳/南

京，9/10(日)

回台 

Ⅰ 

说明：本年度课程安排有主办单位/合作单位因应学员需求而设计安排之专题课程（上表课程类别Ⅰ），

并配合课程需要参访相关公司，建立企业网脉，亦特安排学员参与合作单位公开办理之专题课

程（上表课程类别Ⅱ），学员藉与各国学员共同研习、互相研讨与交流，建立学员网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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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  

跨领域科技管理与智财运用国际人才培训计划（第 4 期/共 4 期） 

跨领域科技管理研习班 
国外专题-德国(A)、美国(BC)、日本(D)、中国大陆(E) 

机票及国外学费自费研习报名表  

 

（欲报名者请至在线报名网址填写数据后打印，并详阅「搜集个人资料告知事项 暨 当事人同意

书」后亲笔签名、写上填写日期。连同其他报名数据（详见第[3-5]页说明）邮寄至本会。） 

 

国外专题课程 

(可复选) 
 

注：A 与 BC/BCD

因课程日期部分

重迭，请勿同时

选择 

以下专题可单选或搭配其他段课程复选，有意愿请打

勾ˇ，无意愿请空白 

□德国（A）    □美国日本（BCD）    □美国（BC） 

□日本（D）   □中国大陆（E） 
请贴两吋 

大头照片 

（请于背后书写姓

名） 

志愿说明：以上若有打勾任一专题课程，请在此填写志愿，

一为最高志愿，五为最低志愿，未勾选的专题课程不需写志愿

说明，专题之选择组合请见第[3-2]页之说明。（如已勾选 ADE，

可书明 ADE 第一志愿、A 第二志愿、E 第三志愿，或 ADE 为

第一志愿、DE 为第二志愿等说明） 

 
 

                                                                            

 

本计划相关

进修班结业

之学员 

曾受过 89-96 年「培训科技背景跨领域高级人才计划」、97-98 年「跨领域研发成

果产业化国际高阶人才培训计划」、99-102 年「跨领域科技管理国际人才培训计划」

或 103-105 年「跨领域科技管理与智财运用国际人才培训计划」训练结业之学员 

期别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班别 □台北班  □新竹班  □高雄班  □国外班 

非本计划相

关进修班结

业之学员 

□ 曾参与相关培训课程，或曾受过其它相关进修班修毕基础课程（如：EMBA、硕士学

分班或同等学历者） 

 

请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若有证书、修业证明、执照及奖项等请检附复印件。若不敷填写、请另加续页。) 
□ 具备硕士学位以上，正式从事与研习专题相关之高阶经理人。 

（请检附毕业证书复印件，并于报名表中说明与本计划之关联性。) 

 

姓名 
中文  出生日期 中华民国  年  月  日 

英文 (与护照同) 性 别 □男 □女 
电 话  

身分证字号  手 机  

地址 
办公 （请写 5 码邮政编码） 

住家 （请写 5 码邮政编码） 

附件五 

 



 

3-9 

 

永久 

联络之 E-Mail 

 紧急 

联络人 

姓名  

手机  

服务 

机构 

中文  服务 

部门 

中文  

英文  英文  

现任

职称 

中文  

机 构 性 质 

技术产业别 

一、□企业： 

□生医  □信息  □半导体 □光电 

□服务  □绿能  □化工   □制造 

□通讯网络  □数位内容  □文化创意 

□其他____________ 

二、□法人机构 

三、□教育机构 

四、□其它____________ 

英文  

机 构 

员 工 数 

□201 人以上 

□51 人-200 人 

□21-50 人 

□20 人以下 

到 职 日  

部 属 人 数  

个人工作 

内容简述 

（100 字以内） 

服务机构与本

计划之关联 

（100 字以内，如属传统产业/教育/服务业，敬请说明企业未来发展与本计划之关联情形，

如即将投入高科技产业或执行政府专科技术…） 

大学 

以上 

(含) 

学历
(由近

至远填

写) 

毕业学校 系所 起迄年月 学位（博、硕或学士） 

    

    

    

重要 

经历 
（由近

至远填

写） 

服务公司 部门 职称 工作内容摘要 起迄时间 

     

     

     

工作总年资    年   月 

英文程度说明 （如 TOEFL 成绩证明（旧制托福(PBT)550 分以上、新制托福(IBT)80 分以上或计算机托福

(CBT)213 分以上）或其他同等语文能力证明者，或曾在国外进修取得学位者请附修业证

明。若无前述之资料，请说明英文能力与程度，若有相关资料左证请一并附上。仅参加

「国内先修课程」及「国外培训进阶专题中国大陆课程（代号 E）」者免附，上课语言以

中文为主（部份讲师之教材为英文）。） 

重要论著、发明或

曾受特殊荣誉摘要 
（若有证书、执照及奖项等请附影印本。若不敷填写、请另加续页。) 

自传（个人简介） （500 字以内） 

报考动机 （如：希望从受训中学到什么。100 字以内） 

其他补充 （100 字以内） 

其他相关数据 
非必要填写字段，若您有附上其他相关数据，请罗列列表（如：著作、得奖记录、

通过鼓励企业在台设立研发中心计划证明、产业科技奖证明、推荐信等） 

讯息来源 

□经济日报    □联合在线    □工商时报    □DigiTimes    □电电公会 

□商业周刊    □会计月刊    □Facebook    □亲友主管推荐 

□盘安基金会宣传公文/E-mail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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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个人资料告知事项 暨 当事人同意书 

财团法人盘安智慧财产教育基金会及本计划相关执行单位基于「106 年度跨领域科技管理与智财运用

国际人才培训计划（第 4 期/共 4 期）」招生简章报名相关事由，向您搜集个人资料，依个人资料保护

法规定，在您提供个人资料前，本会有义务告知下列事项，敬请详阅。 

1. 搜集、处理及利用之目的： 

(1)教育或训练行政(101)；学生（员）(含毕、结业生)数据管理(158)；知识产权、光盘管理及其他

相关行政(118)；资(通)讯服务(135)；资(通)讯与数据库管理(136)；资通安全与管理(137)；调查、统

计与研究分析(157)；人身保险(001)；学术研究(159)等，为办理教学、研究、行政及服务等相关事

宜所需(181)。 

(2)寄送本会相关之活动讯息。（您日后如不愿再收到本会所寄送之营销讯息，可于收到前述讯息时，

回复之后拒绝接受）。 

2. 个人资料类别：本计划搜集与使用您的个人资料如上列报名窗体内文所列，包含：国外专题课程；

中文与英文姓名；出生日期；性别；身分证字号；公司与住家之联络地址；电话与传真；永久联络

之 E-Mail；紧急联络人之姓名与联络电话；中文与英文服务机构全名；技术产业别；机构规模；

机构员工人数；中文与英文服务部门；中文与英文现任职位；到职日；部属人数；个人工作内容简

述；企业与本计划之关联；大学以上(含学历)之毕业学校、系所与起迄年月；重要经历之服务公司、

部门、职称、工作内容摘要与起迄时间；工作总年资；重要论著/发明或曾受特殊荣誉摘要；讯息

来源；自传(个人简介)；报考动机及其他等。 

3. 个人资料利用之期间、地区、对象及方式： 

(7) 利用期间：至搜集目的消失为止。 

(8) 除搜集之目的涉及国际业务或活动外，本会仅于中华民国领域内利用您的个人资料。 

(9) 对象及方式：本会于搜集目的之必要范围内，利用您的个人资料。 

4. 当事人权利：您可向本会行使查询或请求阅览、制给复制本、补充或更正、停止搜集/处理/利用或

删除您的个人资料之权利。 

5. 提供错误个人资料之权益影响：若您提供错误、不实、过时或不完整或误导性的个人资料，您将损

失相关权益，本会将无法为您提供特定目的范围内之相关服务。 

同意书 

本人已详阅招生简章及上述之文字并充分同意所叙述内容，本人获知且已了解上述事项，并同意 贵会

于所列搜集目的之必要范围内，搜集、处理及利用本人之个人资料。 

立 同 意 书 人 

（ 报 名 者 ） 

签 名 

 

 

（请务必亲笔签名） 

日 期     年    月    日  

 


